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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三维测量技术方案

HSCAN300 三维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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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AN300 三维扫描仪技术方案

1 公司介绍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海归博士、行业专家和青年科技骨干组成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主要从事智能视觉检测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是目前行业内最专业的三维数字化设备供应商之一。

公司的研发团队由美国海归博士领衔，并与欧洲知名光学计量企业挪威迈卓

诺（METRONOR）成立联合研发中心，开发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外领

先的3D数字化设备，包括复合式三维扫描仪、手持式双色激光三维扫描仪、全局

式三维扫描仪、彩色白光三维扫描仪、跟踪式三维扫描仪和全局摄影测量系统

等。

2 产品介绍

2.1 概述

思看科技 HSCAN 系列手持式激光三维激光扫描仪是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历时五年、自主研发的产品，也是国内第一台面向工业检测的手持式激光三维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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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仪，打破了国外公司在该领域的垄断。目前该产品不仅在国内拥有众多用户，

同时远销德国、捷克、挪威、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智利等众多海外

市场，获得国内外用户一致认可和好评。

HSCAN 系列扫描仪工作时采用多条线束激光来获取物体表面的三维点云，操

作者将设备握在手上，实时调整仪器与被测物体之间的距离和角度，操作灵活方

便简单易学。在扫描大体积物体时，可以配合全局摄影测量系统，消除累计误差，

提高全局扫描的精度。该扫描仪可以方便携带到工业现场或者生产车间，并根据

被扫描物体的大小、形状以及扫描的工况环境进行高效精确的扫描。

2.2 工作原理

1) 仪器上的两组相机可以分别获得投影到被扫描对象上的激光，该激光随对象

形状发生变形，由于这两组相机事先经过准确标定，就可以通过计算获得激

光线所投影的线状三维信息；

2) 仪器根据固定在被检测物体表面的视觉标记点来确定扫描仪在扫描过程中

的空间位置，这些空间位置被用于空间位置转换；

3) 利用第 1步获得的线状三维信息和第 2步的扫描仪空间相对位置，当扫描仪

移动时，不断获取激光所经过位置的三维信息，从而形成连续的三维数据。

2.3 产品特点

 超高精度：精度最高达 0.03mm，保证获取精准的三维测量数据；

 自动定位：目标点自动定位，不需要额外机械臂或其他跟踪设备

 动态测量：被扫描物体可以移动，无需固定；

 实时显示：扫描数据实时呈现，点云无分层，自动生成三维实体图形；真正

实现“所见即所得”；

 双重模式：具有快速扫描模式和深孔死角扫描模式，两种模式可以快速切换；

其中多束交叉线激光扫描，扫描速度快；单束独立工作线激光，可扫描各种

深孔和死角；

 远距工作：采用千兆网线连接，能支持远距离正常工作；

 抗干扰性：外部环境对扫描精度影响小，即使是阳光直射也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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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性强：高亮反光及纯黑物体表面都可直接扫描，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需

要喷显像增强剂。

 应用广泛：能扫描不同大小形状的物体，小到鸡蛋大如飞机，都可轻松应对；

 灵活操作：手持测量，操作简便，可以随时变化角度和距离对被测物体进行

快速扫描；也可在狭窄的空间扫描，如飞机驾驶舱，汽车内部仪表板等无局

限；

 声音提示：仪器具备声音提示功能，保证操作者在最佳工作角度和范围内操

控设备；

 轻巧便携：扫描仪重量不到 1kg，轻松携带至任何场合。

2.4 软件功能

 软件具备新建工程、保存、设置、读取等系列功能，对应的数据格式主要包

括工程格式、标记点格式、点云格式和三角网格面格式；

 三维数据自动生成 STL 三角网格面，可以直接在扫描软件上对 STL 数据进行

简化、开流形、细化和去除特征等操作；

 具备点云/面片处理功能，包括：网格优化、工程文件合并、数据裁剪、自

动删除杂点、自动选取并删除非连接项、删除钉状物、松弛、网格优化、去

除特征、细化网格、手动填补孔洞和开流形等功能；

 软件具备设置扫描点间距、实时调整激光强度、变化和调整扫描视角等功能；

 扫描软件具备手动填补孔洞功能，软件可以根据周围曲率手动选择填补孔洞；

 点云或者网格面智能简化，软件可以根据扫描数据特征和曲率调节不同位置

的点云或者网格面疏密，确保在扫描质量最优的状态下生成数据量最小的数

据；

 具有框选精扫描模式：扫描过程中可以框选指定区域，使得该区域内的三维

数据分辨率优于区域外数据，即同一组数据中存在不同分辨率，且扫描过程

中实时可调；

 扫描软件具有多个扫描工程文件自动合并功能，扫描软件可以通过公共标记

点自动对齐两个独立且坐标系不同的扫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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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产品参数

HSCAN300 扫描仪其技术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1 HSCAN300 技术参数表

型号 HSCAN300

重量 0.95kg

尺寸 315*165*105(mm)

光源形式 3束平行线激光线

扫描深孔及死角 不支持

扫描速率 205,000 次测量/秒

激光类别 Ⅱ级（人眼安全）

分辨率 0.05mm

精度 最高 0.04mm

体积精度 1

（单独使用扫描仪）
0.02mm+0.1mm/m

体积精度 2

（配合全局摄影测量）
0.02mm+0.025mm/m

基准距 300mm

景深 250mm

输出格式
.ply、.xyz、.dae、.fbx、.ma、.obj、.asc、.stl 等，

可定制

工作温度 -10~40℃

快速标定 软件具备用户快速标定校准功能，标定时间小于 30 秒

接口方式
千兆网

电脑配置要求

CPU：i7-6820HQ

内存：32G 内存，2133MHzDDR4

显卡：NVIDIA Quadro M1000M 含 2GB GDDR5

操作系统：Windows 7-64 bit, Window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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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行业应用

HSCAN 系列手持式激光三维扫描仪可在如下各个行业应用：

 汽车整车及配件

 航空航天船舶

 轨道交通

 机械设计及制造

 家居家装

 建筑文物

 教育科研

 虚拟现实展示

 3D 打印配套

3 产品配置和生产能力

杭州思看科技具有每年300到400套HSCAN系列手持式激光三维扫描仪的生

产能力，相关配件和附件库存充足，能应付各种突发情况。

HSCAN 系列手持式激光三维扫描仪的标准配置如下：

表 2 标准配置表

组成 数量

三维扫描仪手持端 1个

配套快速标定板 1个

配套组合电缆 1条

配套电源适配器 1个

反光标记点 4000个

防水箱 1个

配套三维扫描软件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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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训及售后

4.1 培训

在用户购买我公司的 HSCAN 系列产品后，我公司将对用户进行设备的使用、

校准、日常保养等方面进行培训，直至买方操作人员完全掌握操作技术为止。用

户可以选择到我公司进行完善系统的设备使用培训，或者也可以选择由我公司安

排技术员到现场进行技术培训。此外，在设备交付后，买方相关操作人员如遇技

术问题，我公司会随时提供技术支持。

4.2 保修

我公司对售出的 HSCAN 系列手持式激光三维扫描仪实行一年质保。无论是否

处于保修期，我公司在接到用户报修通知后 12 小时内立即做出响应，由经验丰

富的技术人员为用户提供高效的技术支持，并在 24 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将用

最快的速度解决客户遇到的设备问题。

质保期内提供免费返厂校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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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案例

5.1 汽车造型

油泥汽车·外形改造

装配间隙尺寸分析整车局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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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汽车内饰

仪表盘中控台优化

后置行李箱耐久测试车窗控制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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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铸造成型

铸件偏差检测

小型铁铸件逆向造型 小型缸盖的外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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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航空航天

飞机逆向造型 机翼三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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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轨道交通

地铁车头三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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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家具家装

实木雕花餐椅建模 皮质沙发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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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文物雕塑

博物馆古生物三维建模

佛像三维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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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产品信息尽在官网

www.sikantech.com

优质案例定期推送

杭 州 思 看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sales@sikantech.com www.sikantech.com

Hangzhou Scantech co., Ltd 0571-8537038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98号 1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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